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舉行的審議會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呈交意見書
2016 年 6 月 7 日
1.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去年審議香港實施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情況，
並於十二月公布審議結論，1 關注多項議題，其中香港政府須於今年 12 月
9 日，就改善免遣返審核機制（段 7(b)）、成立獨立調查投訴機制（段 9）
及落實被捕人士基本法律保障（段 13）向委員會提交跟進報告。

2.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促請香港政府認真對待委員會的建議，並公開交代落
實建議的計劃和時間表。

特首曾說考慮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3.

今年一月，即在委員會公布審議結論一個月後，行政長官梁振英竟於施政報
告記者會中，表示會考慮退出《禁止酷刑公約》
，以應付大量酷刑聲請者滯
留香港的問題。2 同年三月，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亦於
北京「兩會」期間建議中央諮詢特區政府，考慮是否退出公約。3

4.

及至四月中，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立法會表示，政府未有計劃考慮退出公約。
他在書面答覆指，
「
（五）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的目的，是履行特區政府在
《禁止酷刑公約》
（
《公約》
）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
《入境條
例》
（第 115 章）
，以及終審法院的裁決的要求。即使就《公約》第 3 條作
出保留甚或《公約》不適用於香港特區，亦不減免特區政府按照本地法律及
法院裁決審核免遣返聲請的要求。因此，我們未有計劃在全面檢討之中，考
慮提請中央政府提出《公約》不適用於香港特區或就《公約》個別條文作出
保留等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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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會認為，特首及前高級官員倡議退出公約的言論欠缺法律根據，亦反映其
缺乏人權意識和承擔。誠然，即使退出公約，也無改香港政府審核免遣返聲
請、履行免於酷刑和免遣返的責任，因為此乃基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7 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 3 條，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乃按《基本法》第 39 條適用於香港，屬憲制權利。過往，香港終
審 法 院 亦 裁 定 政 府 酷 刑 聲 請 審 核 機 制 須 達 至 「 高 度 公 平 標 準 」 (high
standards of fairness)5 及《香港人權法案》第 3 條「殘忍、不人道或侮辱
之處遇或懲罰」屬絕對及不容減損的權利(absolute and non-derogable)。6 一
旦香港成功退出公約，不僅屬重大退步，削弱港人人權保障，亦會少了一個
國際監察香港情況的平台，成極壞先例。

6.

雖然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已於立法會表示香港政府未有計劃退出公約，但特首
梁振英並無表態。本會認為，特首應澄清有關言論，並承諾遵守《公約》以
及履行國際義務。香港政府亦應於跟進報告如實向聯合國解釋事件。

被捕人士權利
7.

委員會建議香港政府應確保所有被捕人士實際上享有基本法律保障，包括迅
速得到律師協助、知悉拘捕原因及通知親友被捕消息等，並採取有效措施監
察執法人員做法是否符合法定拘捕程序。委員會亦要求港府今年年底提交報
告，交代進度。
（段 13）

8.

事實上，警隊處理智力稍低或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手法既欠缺人權敏感度，
亦無公開相關政策指引，7 亟待改善。譬如去年 5 月，警方在沙田美林邨兇
殺案中，錯誤拘捕中度智障和自閉症的 30 歲男子誤殺，並曾在其家人不在
場的情況下，以引導性問題錄取口供，8 令人質疑警隊並無遵從「盡量安排

5

Secretary for Security v. Sakthevel Prabakar. FACV 16/2003. 8 June 2004.

6

Ubamaka Edward Wilson v.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d another. FACV 15/2011. 21 December

2012.
7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就「執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要人士(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人士)的程序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上述人士的法律相關事務向他們提供的支援」向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之意見書〉
。2015 年 6 月 13 日。
8

〈口供錄音揭警引導 智障男家屬續投訴 望改善制度〉。
《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5 年 5 月 13

日。
〈智障男無辜被控誤殺家屬：警引導認罪 擬提訴訟促公開道歉〉
。《蘋果日報》
。2015 年 5
月 10 日。
2

合適成人在場」的指引。9 事後，當局表示成立工作小組檢討相關政策及調
查工作指引。10 不過，今年年初二衝突後，警方其中拘捕了一名輕度智障
人士，並起訴其暴動罪，其後他獲撤控。但有報道指，家屬曾到警署向警員
出示被捕人士傷殘證並要求會面，警員只是著他離去，及後亦不獲通知被捕
人士押送至裁判法院應訊。11 若此事屬實，則反映警隊處理智障人士的敏
感度仍然不足。
9.

本會促請政府於跟進報告中，向聯合國及香港市民公開交代警隊處理智障或
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政策及指引的檢討及改善進度，包括採取措施確保上述
人士有「合適成人」在場陪同及接觸律師的權利，並促請當局立即諮詢殘疾
人權利團體、專業團體及平機會等意見。

公開指引
10. 政府亦應公開現行警隊拘捕、查問及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錄取口供
的內部守則及程序12 以及修訂版本，以供公眾監察。
11. 委員會亦建議香港政府公布《警察通例》及有關使用武力原則的指引，並確
保其符合國際標準。本會促請當局從速公開相關指引，予公眾監察。
（段 15(d)）
立法規管拘捕、問話及拘留
12. 政府亦應透過立法，譬如落實 1992 年法律改革委員會《拘捕問題研究報告
書》建議以及參考英國《警察及刑事證據法令》
，規管警隊拘捕、問話及錄
口供等程序，加強人權保障。

投訴警隊制度
13. 聯合國公約機構多次關注香港投訴警察制度。是次委員會重申關注由投訴警
察課調查針對警員的投訴以及監警會欠缺調查權的問題，並促請港府考慮成
立完全獨立的調查投訴機制，確保機制調查人員與被投訴者無體制或從屬關
係，亦要求港府年底提交跟進報告。
（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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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職權狹窄，削弱監察
14. 現時，投訴警察課負責處理市民投訴警察，但它是警隊部門，由警察查警察，
有利益衝突之嫌。監警會雖為法定機構，卻仍是三無機構：無調查權、定案
權及懲處權，只能依賴投訴警察課調查，並覆檢其決定，職權狹窄，削弱監
察，難以制衡警隊濫權行為，更遑論是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投訴。過往，市
民投訴警察毆打舉證較難，投訴成立寥寥可數。據報道，在 2009 至 2013
年間，監警會總共通過 5,864 宗警察毆打投訴，僅兩宗證明屬實。13 聯合
國禁止酷刑委員會亦關注在有關佔領運動的投訴警員個案中，投訴警察課將
151 宗無法證實個案的調查報告交予監警會，當中有 47 宗不獲監警會接納，
但當局並無提供相關資料。
15. 再者，監警會的組成和任命不符《巴黎原則》訂明的獨立性和廣泛代表原則。
監警會主席及委員全由行政長官委任，並非民選，提名程序黑箱作業，欠缺
公眾參與。14 此外，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
（第 604 章）並
無規定主席及委員有捍衛人權的知識、經驗和承擔以及公認為具公正及獨立
履行監察警權的能力。過往有聲音質疑監警會委員欠中立。15
16. 就此，本會促請港府交代落實聯合國審議結論的時間表，賦予監警會調查權、
定案權和懲處權，令其可獨立而有效監察警隊，並改革監警會委員任命和組
成，令其符合《巴黎原則》獨立性、多元和具廣泛代表性的要求。

酷刑聲請者
確保欲申請免遣返聲請者能不受阻礙地使用統一審核機制

〈監警接 5,864 警毆打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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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現時保安局和入境事務處把統一審核機制審核緩慢歸咎於聲請人延遲提出
聲請。16 惟委員會指出，現行機制要求申請人必須等到簽證過期後才能作
免遣返聲請，迫使聲請人必須違法逗留條件才能合乎統一審核機制的申請條
件。（段 6）
確保統一審核機制申請人不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8. 委員會指出，強迫聲請者違反逗留條件和剝奪聲請者的工作權，令聲請者容
易在港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9. 保安局和入境事務處於統一審核機制檢討策略中，視罪案上升為聲請個案上
升的結果，指 2015 年非法入境者因非法工作被拘捕的數字比 2014 年上升
40%。上述數字只有部分人為聲請者，而且數字只為拘捕數字(arrest rate)，
非定罪數字(conviction rate)，可見支持此說法的數字含糊，容易誤導公眾。
20. 本會促請政府檢討統一審核機制時，確保申請人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包括
工作權利和人身安全。香港政府更不應以含糊數字把犯罪率與聲請者連結，
令他們更容易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21. 本分會亦向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作出下列建議，令統一審核機制更透明、有
效及符合委員會提出的標準：（段 7）
a) 積極諮詢前線非政府組織的意見，檢討現時提供予尋求庇護人士認識的
資訊是否足夠和有效；
b) 公開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刪節版本；
c) 檢討提供予當值律師及大律師的訓練課程，並確保公眾及有經驗的律師
能監察及參與；
d) 檢討入境處就統一審核機制的訓練課程，並確保公眾能監察及參與；
e) 檢討入境處處理聲請個案的成效，包括處理過程是否符合《公約》標準
及精神，處理個案人員對相關人權公約、人權標準及來源國人權狀況的
認識。
22. 本會亦建議港府落實委員會建議，盡快要求中國政府把《1951 年難民地位
公約》伸延適用於香港。（段 7）

跨性別及雙性人士
確保跨性別性工作者不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23. 跨性別性工作者經常受到一連串的人權侵犯。被捕時，他們往往被迫接受入
侵性和侮辱性的全身搜查。對於跨性別女性來說，由於其身分證明文件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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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同不符，這些搜查會由男性警員進行。大多數被拘留的跨性別女性最初
被送到扣押男性的羈押所，然後轉移到一個拘留精神病患者的特殊單位中。
在監獄中，通常不會允許跨性別拘留者繼續接受荷爾蒙治療，此舉對他們的
健康造成潛在的嚴重後果。17
24. 本會建議香港政府加強培訓警隊、入境處、懲教署或其他執法人員，為法律
和司法部門提供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培訓機會。內容應包含下列符合國際法
與國際標準的項目：適當使用武力；任意拘捕和羈押；酷刑和其他虐待（包
括對被羈押者的肢體虐待和性虐待）以及不基於居留者身份、性別認同和性
傾向而歧視他人。18

外籍家庭傭工的人口販賣及強迫勞動問題
25. 委員會於審議結論關注外傭被剝削的問題，並對港府保留「同住規定」及「兩
星期規定」等增加強迫勞動風險的入境政策表示遺憾。委員會促請港府廢除
「同住規定」及「兩星期規定」，以免外傭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待遇；亦建議
港府修訂法例禁止中介公司與財務公司有關「債務奴役」的財務安排及減低
過高的中介費等。（段 21）
26. 勞工及福利局於今年 4 月 19 日公布《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惟守則未有
回應委員會建議，未有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增加相應法例，規管強迫勞動。
27. 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報告指出，同住規定讓外傭長期置身高風險環境，令她們
被排斥和孤立，增加她們遭受不人道對待的風險。19 現時入境處《住宿及
家務安排》中要求僱主提供「合適及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但由於現行
法例並無就「合適」和「有合理私隱」設任何定義，外傭根本沒有法律依據
及標準提出投訴。20
28.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印尼外傭被超收中介費，21 而回應有關
扣留身分證明文件問題的外傭，全部表示她們交出重要文件後就不獲發回，
直到她們離開香港才獲歸還。此外，外傭通常被告知只有在還清債務後才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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